
北京地铁8号线三期北三站、19号线一期、17号
线南段、14号线未通段、6号线西延苹果园站、

昌平线南延清河站艺术品方案



8 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前门站

题    目：绿水青山 
作       者：周令钊  中央美院教授 

设计说明:  作品以绿水青山为主题，采用传统中国画

“ 八条屏”的形式，既体现绿色发展理念，更表现出

祖国大好山河。画面结合陶瓷手工雕刻工艺，将中华

大地的秀美景象逐一呈现。

尺      寸：17.8米 × 2.5米

工艺材质：微晶石陶板



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鹤舞长天 
作       者：侯一民   中央美院教授 

设计说明: 作品描绘了祖国秀美河山，仙鹤漫天飞舞。仙鹤向

来都是唯美、优雅的、圣洁的，是大自然美丽的舞者；松树则

是坚强、坚定、坚贞、长寿的象征。仙鹤和松树共同表达着松

鹤延年的寓意。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， 未来更加灿烂和

美好。

尺      寸： 20米 × 2.9米

工艺材质：玻璃马赛克

前门站8



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万木峥嵘 
作       者：常莎娜   中央工艺美院教授  

设计说明: 作品创意来自常沙娜先生整理编纂的《敦煌历代

装饰图案-树木篇》。敦煌作为中国传统美学集大成者，为

中国美学与美育提供了庞大的基因库。作者于90岁高龄通过

对敦煌艺术的理解与研究，从魏晋南北朝到中唐、盛唐等几

个朝代选出精彩的树木造型，创作了此幅作品。

尺      寸： 15米 × 2.5米

工艺材质：微晶石陶板

前门站8



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前门站8

题    目：红绸歌舞
作       者：李化吉   中央美院教授

设计说明: 以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，艺术随

时代起舞，以一条充满传统艺术气韵的红绸串联起每个时代最有代

表性的舞蹈作品。强调舞动和韵律，所选共11幕舞蹈场景绘制稿：

兄妹开荒 / 安塞腰鼓 / 舞龙 / 草原雄鹰/丝路花语 / 天路 / 春江花月

夜 / 孔雀舞等9幕舞蹈，在原创作基础上又增加的新创作舞蹈场景为：

红色娘子军、云门舞集、街舞。

尺      寸： 14.5米 × 2.9米

工艺材质：玻璃马赛克



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百花齐放 
作       者：邓澍    中央美院教授   

设计说明: 作品表现的是百花盛开，争奇斗艳，鸟儿争鸣的景象。

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，壁画中用暖色和冷色调整画面

节奏。春色满园，繁花似锦，象征祖国文化繁荣昌盛。此幅作品运

用玻璃马赛克的工艺材料，做出高温陶瓷的艺术效果。

尺      寸： 14.5米 × 2.9米

工艺材质：玻璃马赛克

前门站8

6



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百花争艳
作       者：常沙娜  周令钊  邓澍   李化吉

设计说明: 作品用常沙娜、周令召、邓澍、李化吉四位老先生所绘

制的花卉主题作品，在换乘通道区域以独幅间断摆放，这些作品

系选自老先生不同时期的写生花卉创作，作者向世人们表达了生

命之美与自然之美。

尺      寸：1.2米 ×1.5米×20幅

工艺材质：微晶石陶板

前门站

 

8



8 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前门商业 
作       者：李林琢   中央美院教授

设计说明: 画面以时间为序，展示明朝、清朝、民国、解放后至今

的前门商业面貌，以传统的散点式的构图将不同时代的商业模式及

百姓生活片段构置在同一画面内，展现时代的变迁。整个画面分为

A段和B段两部分：A段表现的内容为明、清、民国的前门景象。B

段展现当代的前门景象。

尺      寸：14米 ×2米，7米 ×2米

工艺材质：微晶石陶板

前门站



 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中轴锦绣 
作       者：任世民 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

设计说明:作品再现北京古城建筑群昔日面貌。选取前门北望京城的视

角，来表现老北京城的宏伟气魄，彰显城市规划的空间格局与人文内

涵。作品以“中轴锦绣”为题，既标示出北京古城的风貌，又含有中

华文化千古传承的美好寓意。

尺      寸：14米 ×2米

材料工艺：微晶石陶板

前门站8



题    目：百年老字号
作       者：孙韬

设计说明：王府井众多老字号是中国知名的商业

品牌，是中国商业文化的象征，是中国和谐、诚

信、互利、共荣精神的载体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

大变局的新时代，这些老字号将会焕发出新时代

风采。壁画将木刻的艺术语言与高温烧制刻瓷工

艺相结合，尝试一种独特的壁画语言手法。

尺      寸：4.3*6米

材料工艺：高温陶瓷、刻瓷工艺

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王府井站

A

8



题    目：王府井新街时代兴
作       者：孙韬

设计说明：表现具有国际化和时代精神的商业文

化景象，展现出新时代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

貌，体现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。壁画将木刻的艺

术语言和高温烧制刻瓷工艺相结合，尝试一种独

特的壁画语言手法。

尺      寸：4.3*6米

材料工艺：高温陶瓷、刻瓷工艺

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王府井站

B

8



题    目：王府古韵
作       者：宋长青、李翔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明清王府建筑为题材创作。明朝此地曾有十座王府，沿革至今，市

井繁华，王府遗存。作品以对称式的构图，运用贴金磨漆的传统工艺手法表现王府建

筑的雍容古韵。仿佛开启了历史时空中的王府大门，喜鹊登枝，祥云萦绕，吉庆升腾

的祥瑞景象。

尺      寸：9.4*3.2米

材料工艺：铝板磨漆壁画

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王府井站

C

8



8号线三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金鱼胡同站

题    目：连年有鱼
作       者：王超 李蕊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“ 吉祥如意，连年有鱼 ”为

设计主题，鱼儿穿梭其间，涟漪荡漾，向外扩

展，结合地铁装修风格与墙面造型相融合。其

视觉效果既包含传统文化精神同时又不失现代

艺术的视觉特性。锦鲤鱼，采用写实造型，马

赛克材质，以“ 一池锦鲤鱼 ”来诠释金鱼胡同

的繁华的商业氛围。

尺      寸：高3.3米、长24米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拼贴、不锈钢铸造

8



站厅墙面

墙面艺术品创作

墙面艺术品创作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金融图语
作       者：邱志杰   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、博导

设计说明：作品是将 “金融商业史”、“经济发展史”中的信息元素通过逻辑整合、提炼。以四幅大画面对古今中外的金

融历史名词进行了呈现。作品运用中国水墨的表现手法，以“山水地图”的形式加以表现。为了创作金融街地铁站的经济

史、商业史、金融史地图壁画，艺术家以“十四五规划”中关于金融和经济的相关论述为主线，参考了若干本应用于大学

经济学和金融专业的主流的教材，并查阅了百科全书上关于“金融”、“商业”、“经济”的大量词条，极富创意地用心

安排它们的位置，使它们形成有机的联系，并形象化地成为画面中的要素。铜浮雕作品以大航海是“全球化的开端”、

“农业被重新发明了七次”、“我本不是货币”、“运输者创造了商业”等九幅画面对金融的发展进行艺术阐释。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墙面、352㎡

材料工艺：铸铜

14

太平桥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太平桥站

站厅墙面

墙面艺术品创作

墙面艺术品创作

我本不是货币大航海是全球化的开端 农业被重新发明了七次

运输者创造了商业 贸易引发的聚集 城市的形成

走出观念迷宫 工业革命与机械 信息高速公路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融通
作       者：崔冬晖  中央美院教授

设计说明：算盘作为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工具，在中国金

融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也是计算工具直接的

体现。画面以“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”

为创作元素，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重新阐述，彰

显中国古代人民不畏艰险，勇于创新的优秀精神

品格。算盘汇聚，象征着金融人的勤劳与智慧在

此聚集，代表中国金融的悠久历史。

尺       寸：通道， 200㎡

材料工艺：金属、马赛克、灯光
通道空间艺术品创作

16

太平桥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上元灯会 
作       者：叶剑青  中央美院教授

设计说明: 作品描绘了明朝中晚期元宵灯市与交易的集市活动。上元

节是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是一种文化上的纽带和精神上的寄托。

从一个侧面表现中国民俗社会文化生活。壁画探寻宋明风俗画的表

现规律，并将这种文化形式、精神气质运用到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之

中。

尺      寸：14.75米×3.55米×2幅

材料工艺：手绘、扫描、烧制。

平安里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走马灯 
作       者： 陈晓林  清华美术学院教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健峰  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、秘书长 

设计说明: 作品以幸福平安为主题，在柱子上装饰灯笼，灯笼设计上突出

窗格图案装饰灯柱，透过每一扇窗表达民俗文化生活中丰富多样的内容。

在排列上与柱廊两端表现节日欢庆热烈红火的皮影灯柱相呼应，形成一静

一动的对比关系。

尺      寸：高2米、直径1.3米（20组）

材料工艺：皮影、玻璃雕刻、LED灯光柱

平安里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玉树临风 
作       者：赵健峰  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、秘书长  

设计说明: 作品表现四合院的景色。仲春时，玉兰树被春风唤醒， 白色与娇粉色的玉兰抢尽了风头，清

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古藤、古槐、月季、牡丹、丁香、蝴蝶兰等在四季中争奇斗艳。鸽子哨声从空中亦

低亦昂的飘过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尺      寸： 13米×3米 

材料工艺： ：陶瓷

平安里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牡丹花开 
作       者：陈晓林    清华美院教授

设计说明: 作品是以站名和北京牡丹电视机厂而创作。曾经

的牡丹彩色电视机占据了中国彩电的半壁江山。《牡丹花开》

把牡丹的自然与意象形态与电视机的符号结合起来，构成象

征性、图案化的视觉图形，以表现电视机给生活带来的丰富

多彩和牡丹花富贵吉祥、仪态万千的美好寓意。

尺      寸： 95x3.2米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镶嵌

牡丹园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牡丹花开 
作       者：冯烨   中央美术学院讲师

设计说明: 作品是以站名和北京牡丹电视机厂而创作。曾经

的牡丹彩色电视机占据了中国彩电的半壁江山。《牡丹花开》

把牡丹的自然与意象形态与电视机的符号结合起来，构成象

征性、图案化的视觉图形，以表现电视机给生活带来的丰富

多彩和牡丹花富贵吉祥、仪态万千的美好寓意。

尺      寸： 95x3.2米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镶嵌

牡丹园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海棠花溪 
作       者：陈晓林    清华美院教授

设计说明：作品的主题以春天盛开的海棠花为主要元

素，以建筑為背景，象征性装饰性为表现形式，用简

约概括的造型、流畅的线条、鲜明的⾊彩关系及独特

的玻璃马赛克加工艺制作，进而歌颂春天赞美建设中

的新都市。

尺      寸： 1.8米×5.5米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镶嵌

牡丹园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跨越时空
作       者：孙韬      中央美院教授  

设计说明：作品分为《时空穿梭》、《跨越未来》、《提速时

代》、《钢铁洪流》、《掘进天地》、《记忆永恒》六个主题。

用现代语言、具象与象征手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，意在表现

轨道交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发展愿景。彰显城市轨道建设者的

艰苦奋进、砥砺前行的远大的理想和宽广的胸怀与格局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墙面，约360㎡

材料工艺：石材镶嵌

北太平庄站



19 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云景宫阙 
作     者：吕品晶 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中国美 

术家协会建筑艺委会主任 

                禄龙 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师

设计说明：作品提取中国宫殿屋顶形式，将不同

历史时期不同形制的宫殿屋顶通过玻璃雕刻的手

法呈现。玻璃重叠之间透露出虚幻的宫殿轮廓，

在天花板上采用天空的图像，配合宫殿屋顶，使

得宫殿如同浸入云端，营造一种梦幻的氛围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， 235㎡

材料工艺：艺术玻璃、金属、灯光、多媒体互动

新宫站

站点介绍：牡丹园站是北京地铁10号线与北京地铁19号线的一座换乘车站，位于

北京市海淀区北土城西路与花园东路至北太平庄路交汇处。

E出入口

 

F出入口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牛街站19

题    目：创造·收获·欢乐 
作       者：刘秉江、周菱 、 刘烨

设计说明：作品选取典型的民族人物、鸟兽、生活娱乐

场景以及民俗文化等元素构成，是作者几十年的生活积

累，反复构思、着意造型、精心描绘之作。作品运用马

赛克艺术表现手法，更增加材料的独特艺术表现力。作

品原作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质奖章，并于1999年获美

国富达杯20世纪亚太艺术大奖赛银奖。

尺      寸：46mx2.8m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镶嵌

艺术品所在点位位置 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牛街站19

题    目：枝繁叶茂，生机盎然
作       者：牧婧 石硕

设计说明： 作品创作突出绿色生态，以典型植物

的融合汇聚为主体，表现出欣欣向荣、

枝繁叶茂的兴旺景象，画中展翅的飞鸟

增强和深化了情感与希望的主题。生机

盎然的绿色植物图像，象征着各民族团

结进步、祥和奋进的氛围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墙面、75㎡

材料工艺：铝板印刷

艺术品所在点位位置 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积水潭站19

题    目：波光锦簇，锦华秀
作       者：张朋、郑克旭

设计说明：作品描绘了锦鲤游动的姿态，

隐含出水的灵动与韵律，力求达

到不见水而有水的含蓄之美。祥

云象征吉祥、富贵，锦鲤寓意和

平、友谊、健康、幸福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顶面、60㎡

材料工艺：金属工艺

艺术品所在点位位置 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积水潭站19

题    目：凭窗忆景
作       者：夏威夷、滕玥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水韵为设计主题。借凭

窗远眺积水潭景色，回忆洗象池、

漕运船、观鱼曲桥、春堤观柳、

德胜门、望海楼的传统古建筑之

美景，意在还原传统水墨画的意

境。设计以流动的水纹和缥缈的

云雾作为墙面背景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墙面、20㎡

材料工艺：金属工艺

艺术品所在点位位置 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积水潭站19

题    目：潭波回影
作       者：芮法彬、石硕

设计说明：作品意会表现积水潭漕运与皇家洗

象池的场景，来自暹罗、缅甸的大象

作为运输工具和宫廷仪仗队使用，在

夏伏之日驯养者会带大象到积水潭洗

浴。作品紧贴积水潭历史上的地域特

色，以漕运和洗象为主题展开创作，

凝练概括地再现积水潭过往的繁华图

景。

尺      寸：站厅墙面、50㎡

材料工艺：陶瓷工艺

艺术品所在点位位置 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积水潭站19

题    目： 曼舞游鱼 
作       者：何威

设计说明：作品描绘波光粼粼的水下世界，茂盛

的水草随着水流曼舞，鱼群在自由的游

弋嬉戏。水下静静地躺着漕运的铁锚，

仿佛在诉说着漕运的历史。积水潭曾经

是大运河运粮的终点，当时的漕运景象

十分繁忙，如今这里是优美的滨水休闲

地。。 

尺      寸：站厅墙面、96㎡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镶嵌

艺术品所在点位位置 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景风门站19

题    目：历史的坐标
作       者：王长兴 李青 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地铁站所在地的坐标点

为圆心，辐射挖掘历史上相关的景观文化。

不同时期的地图、金中都的景风门、明清

时代的右安门城门、各时期存世的遗迹和

代表性文物等都是创作的元素，历史的印

迹共同构成一幅跨越时空的锦绣画卷。

尺      寸：约260X1380cm

材料工艺：金属  石材浮雕
1

2

3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景风门站19

题    目：城池柳荫
作       者：王长兴 贺亮  闫先科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极具

老北京特色的夏日情怀，展现了北京南城

惬意幽静的生活状态。“虫鸣城池外，鹊

起柳荫下。”绿柳、鸟笼、虫鸣、天牛、

知了、蜻蜓等相映成趣，展现大自然中的

情趣与带给世间的美好。隐约可见的城楼

诉说着历史的逝去与永存。

尺      寸：275X2920cm

材料工艺：陶瓷镶嵌   玻璃马赛克镶嵌

1 2

3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景风门站19

题    目：右安今韵
作       者：王长兴 贺亮 李青 闫先科  

设计说明：作品表现了右安门外地区的

城市夜景。画面选取了周边历史建筑作

为主要元素，将幻化的右安门城楼剪影

与现代城市景象并置叠加，实现历史记

忆与现实生活的对话。振翅的鸽群、飞

翔的纸飞机、摇曳生姿的柳树隐喻着古

老城市充满生机，生活越来越美好。

尺      寸：275X2920cm

材料工艺：金属雕刻  马赛克镶嵌

1 2

3



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新发地站19

题    目：瓜果欢乐颂
作       者：李青、陈诗卉

设计说明：作品是一曲由水果奏响的“欢

乐颂”。画面以拟人的手法表现，五彩缤

纷的水果为主角，演绎着生活的乐章。让

生活沉浸在由水果、植物构成的缤纷画面

里，感受明亮的色彩传达给人们的欢乐好

心情，感受水果给现代生活带来的快乐，

体验生活的多彩多姿。

尺      寸：150㎡

材料工艺：马赛克镶嵌

1

2 3



题    目：瓜果蔬香
作       者：李青、宋琨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瓜果、蔬菜主角，加入欢快的小

动物蜜蜂、蝴蝶，绘制出一幅奇幻、绚丽的画面，

营造丰收、甜蜜、幸福的意境。忙碌的蝴蝶、蜜蜂

传花授粉的劳动，创造出了丰收的硕果。作品通过

和谐而美妙的情境隐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热爱。

尺      寸： 550X710cmX2

材料工艺：铝板印制烤漆

19 19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新发地站

1

2 3



17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十里河站17

题    目：国画意境
作       者：滕召华 李飒 焦乐 徐曼

设计说明：作品采用传统国画技法与当代

工艺结合，用白描、掐丝以及剪纸层叠的

艺术形式相结合的手法，展现出一种新的

维度，使“古意”凸显。每一卷都是一个

雅韵的场景，每一卷的画面又有连续性，

希冀在喧闹的都市生活中给观众一种清新

淡雅的审美体会。

尺      寸：长31.24m x 高4m

材料工艺：金属、陶瓷；线切割



17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十里河站17

题    目：鱼贯而入
作       者：李飒、汤军、姚卫

设计说明：作品根据十里“河”站名提炼

结合现有装饰空间，用构成的“线”元素

形成水面，鱼群怡然自得，在平静的水面

划出阵阵涟漪。

尺      寸：长14.57mx高4m

材料工艺：金属喷镀、陶瓷



17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十里河站17

题    目：古趣风采
作       者：滕召华 李飒 焦乐 徐曼

设计说明： 作品采用点缀式构图，采用顶

视或底视的角度观察古董器物，如：蛐蛐

罐、盖碗、古董花瓶、铜钱等，用童趣吹

的泡泡串连古董器物，古董器物的历史感、

艺术性，与泡泡的趣味感、多样性相互碰

撞，将传统文化用艺术形式融合生活，展

现出不同的风采。。

尺      寸：长17.2mx高4.2m

材料工艺：金属、陶瓷；线切割



17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十里河站17

题    目：方寸之间
作       者：李飒、汤军、姚卫

设计说明：作品采用邮票、鸿雁、飞鸽等

元素，以飞洒形式构成“鸿雁传书”的形

象比喻。希望给川流不息的人们，传递吉

祥、幸福、快乐的佳音。技术的进步也带

来了通信方式的改变，邮票等的形态也是

对过往通讯方式的怀念，我们的生活也随

之加快和更新。

尺      寸： 长47mx高2.4m

材料工艺：金属、丝印



题    目：智慧之树
作       者：汤军  焦乐  阙真喜  庹晨曦

设计说明：：作品以北神树站的“树”和蜂巢

的六边形元素相结合，组成有序和无序的构成。

采用流动的艺术灯光和六边形符号相交织穿插，

寓意生物科技有序的发展，营造空间科技感。

每个六边形运用可移动的年轮、生物指纹、涟

漪的形式，描述生命与自然的生生不息。

尺      寸：200m²

材料工艺：金属电镀、艺术灯光

17 17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北神树站



题    目：五光十色 
作       者：  王健，张俊青

设计说明：作品运用透光不透明的彩色玻璃，将

功能性的挡烟垂壁玻璃融合包围在内，层层叠叠，

灵动不失活力。造型延用了装修的弧形天花，将

艺术与功能相结合。

尺      寸：150㎡

材料工艺：玻璃

17 17号线南段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十八里店站

艺术品位置



题    目：承光载忆
作       者：  夏航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生命树为载体，表达人们运用

“智能芯片”将生命中美好的记忆碎片以数据的

形式整合、梳理、留存。”记忆”在人的大脑里

留下印记，就如同阳光透过树叶留下斑驳的痕迹。

生命树的艺术造型寓意着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

更是生命意义新兴的存在意义。

尺      寸：120㎡

材料工艺：铝板、不锈钢

17 17号线南段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次渠站

艺术品位置 艺术品位置

扶梯通道剖面图



题    目：万象更新
作       者：  惠志宏

设计说明：作品力求在人流匆匆且嘈杂的站台空间中，通过

光与树的呼应，营造出一处安静空灵的静谧空间，引发人们

对环境保护的思考。

尺      寸：130㎡

材料工艺：铝板 金属不锈钢

17 17号线南段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次渠站

艺术品位置



17号线南段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嘉会湖站17

题    目：月有阴晴圆缺
作       者：  郭立明

设计说明：作品将人们的生活与月亮的阴

晴圆缺联系起来，用梦幻般的色彩和精致

的形式，营造出特殊的艺术的氛围。画面

中大雁为候鸟，来去有时，从不失时节。

用大雁与月亮贯穿来暗喻远离家乡，家盼

人归的状态，以表达人们思乡之情。

尺      寸：65㎡

材料工艺：玻璃

艺术品位置



6号线西延线路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苹果园站6

题    目：春华秋实
作       者：郭立明

设计说明：作品充分考虑与站点空间设计

的整体融合度，使墙面艺术品与导向标识、

消防栓等设备设施相结合成为空间一体化

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通过对轻松、愉悦、

生态化场景的艺术表现，产生与现实中紧

张忙碌的都市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，使得

地铁空间中匆忙的乘客在此站体验到不一

样的视觉感受。

尺      寸：48m*3.6m(两面）

材料工艺：金属雕刻、金属腐蚀、UV

艺术品位置

站厅层平面图

艺术品位置



6号线西延线路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苹果园站6

题    目：金色记忆
作       者：郭立明

设计说明：作品充分考虑与站内空间设计

的整体融合度，使墙面艺术品成为空间设

计有机的组成部分。作品的内容用绘画的

形式结合苹果园地区曾经的生态场景，用

剪影和朴实的艺术语言，使乘客在匆忙的

出行中体会到一种视觉化的温馨和感受到

一种艺术性的轻松愉悦。

尺      寸：9.8m*3.3m(两面）

材料工艺：金属雕刻、喷漆着色
站厅层平面图

艺术品位置

艺术品位置



6号线西延线路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苹果园站6

站厅层平面图

艺术品位置

艺术品位置

题    目：都市驿站
作       者：郭立明

设计说明：作品充分考虑与空间设计的整

体融合度，使作品成为空间一体化内不可

或缺的一部分。三角房区域作品延续站厅

墙面艺术品的风格语言，同样描绘轻松、

愉悦的场景，与现实中紧张忙碌的都市生

活形成强烈的对比，使得地铁空间中匆忙

的乘客在此站感受到不一样的视觉感受。

尺      寸：6m*5.8m(两面）

材料工艺：金属UV



14号线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菜户营站14

题    目：童真花语
作       者：张楠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大尺度的花卉与小尺度

的人物在视觉上形成鲜明对比，试图运用

视觉的反差营造童话故事里奇妙梦幻的感

觉，让童话般的世界给喧嚣的现实世界增

添一抹欣喜。希冀通过童真浪漫的画卷增

进地铁空间与行人之间的亲近之感。

尺      寸：21m*3.2m

材料工艺：瓷板微雕着色

艺术品位置

站厅层平面图



14  14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山海精灵
主设计人：任才峰     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硕士

设计说明:作品以泉水为引，引出中国经典神话

传说中《山海经》的内容意向，描绘

出空灵生动的神话形象。传说东管头

有一泉眼，深有百米，常年流水，泉

水沿地势向东流淌，与众多小泉眼涌

出的泉水汇合形成了“小清河”，小

清河一直流经天津汇入海河。作品以

此作为对地域人文历史的诠释。 

位置规格：站厅墙面、24米×3.2米

工艺材质：艺术微晶石 

。

东管头站



14  14号线一期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

题    目：西营雅趣
主设计人：向昱  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

设计说明: 作品通过对古典家具、盆景等中国传

统经典的文化元素的运用，构建出一

幅古意盎然的画卷，在地铁现代化交

通空间中，新与旧的对比产生了一种

超现实的时空交叠的感觉。作品再现

了古代京城文人雅士祥和、淡雅的生

活情趣，也为当代快节奏的生活增添

一种别样的视觉体验。 

位置规格：站厅墙面、24米×3.2米

工艺材质：金属锻造 综合材料

西铁营站



题    目：激情冰雪，活力冬奥
作       者：张俊青

设计说明：作品以运动员采用暖色调为主体，蓝绿

色调为背景，色彩对比性强，鲜艳明亮，画面大量

使用线条表达运动与激情，展现冰雪运动的速度、

昂扬、朝气、向上的瞬间。作品画面跃动的线条表

现了运动员激昂的生命活力，体现运动的完美竞技。

尺      寸：3.8m×3.8mx4 
材料工艺：丙烯手绘

昌平线南延工程车站艺术品方案创作 清河站昌

单板滑雪 自由式滑雪 冬季两项 冬季两项

高山滑雪 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 单板滑雪

艺术品位置


